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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蕉粉的制备工艺优化研究

刘长海1，夏 雨2，杜 冰2，杨公明2,*
(1.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食品科学系，广东 广州      510225；2.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，广东 广州      510642)

摘   要：以香蕉为原料，通过正交试验优化护色液配比，采用离心喷雾干燥法生产香蕉粉。最佳护色液配比为：0.32%
柠檬酸、0.06% VC、0.32%β-环状糊精和0.01%植酸。喷雾干燥最佳工艺条件为：20.0%麦芽糊精和10.0%白砂糖为混

合添加剂，进口温度200℃，出口温度80℃。所制备的香蕉粉呈浅黄色，保持原果肉颜色，气味芳香，亲水性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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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：In this study, the formula of color- preserving solution for banana was optimized by orthogonal test, and the spray

draying method was used to prepare banana powder. The optimal formula of the color- preserving solut is as following: 0.32%

citric acid, 0.06% vitamin C, 0.32% β-orbicular dextrin and 0.01% phytic acid. The optimal spray drying processing conditions

are as following: 20.0% maltodextrin and 10.0% sugar as mixed additives, inlet temperature 200 ℃ and  outlet temperature  80

℃. The banana powder is light yellow with the same color as flesh, aromatic odor and good hydrophilicit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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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蕉是热带、亚热带特色水果，具有润肠通便、提高

机体免疫力、抗癌抗肿瘤、保护心血管、抗氧化、治疗抑

郁症等众多生理功能，被誉为“新的水果之王” [1]。我国香

蕉资源丰富，产量巨大，加工又相对滞后，且香蕉不耐

贮藏，易变质，所以采后损失十分严重[2]。

喷雾干燥是以单一工序将溶液、乳液、悬浮液和浆

状物料加工成粉状干燥制品的一种干燥方法，其原理是

将被干燥的液体通过雾化器的作用，喷成非常细微的雾

滴，并依靠干燥介质与雾滴的均匀混合，进行热交换和

质交换，使得溶剂汽化或者使得熔融物固化[3]。

以香蕉为原料，通过灭酶、护色、打浆、均质后喷

雾干燥制得的香蕉粉，能较好的保持香蕉原有的碳水化

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、氨基酸、维生素及矿物质等营养

成分[4]。味道香甜，营养价值高，可冲水调成糊状直接服

食，亦可加入奶粉中制成香蕉奶粉[5]。香蕉粉还可以作为

多种食品的配(辅)料，赋予食品新的功能，潜在市场十分

广阔。

1 材料与方法

1.1 材料与试剂

香蕉    番禺万顷沙香蕉园；柠檬酸    东莞市华宏化工

有限公司；VC    北京嘉源化工有限公司；β-环状糊精    广
东省郁南县环状糊精厂；亚硫酸氢钠    广州市东红化工

厂；麦芽糊精    孟州鑫源有限责任公司；植酸    杭州中香

化学有限公司。

1.2 仪器与设备

DZKW-4型电热恒温水浴锅    北京中兴伟业仪器有

限公司；BP-5型高速离心喷雾干燥机    无锡县喷雾造粒

干燥设备厂；干燥箱    上海市实验仪器厂；立式胶体磨

中国沈阳新光动力机械公司；YP6000电子天平    上海第

二天平仪器厂。

1.3 方法

1.3.1 生产工艺流程

原料选择→前处理→热处理→护色处理→打浆均质

→离心喷雾干燥→成品包装→产品品质分析

1.3.2 工艺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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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材料的选择与前处理：香蕉果肉直接影响香蕉粉

的质量和产量，必须严格挑选皮色金黄、果肉饱满、气

味芳香、无腐烂、无机械损伤的香蕉作为加工原料。

不同护色剂处理对香蕉褐变的影响：护色采用几种不

同的护色剂，分别采用不同剂量的护色剂或混合护色剂处

理，观察果肉的颜色变化。选取最优四种护色剂进行四因

素三水平正交试验(表1)，优化护色液的最佳配比。

水平 A 柠檬酸(%) B VC (%) C β-环状糊精(%) D 植酸(%)
1 0.28 0.04 0.28 0.01
2 0.30 0.05 0.30 0.02
3 0.32 0.06 0.32 0.03

表 1   L9(34)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

Table 1   Factors and levels of orthogonal test on formula of mixed
color-preserving solution for banana

打浆均质：香蕉果肉经护色后，进行打浆将果肉粉

碎成细小的颗粒，必须经过胶体磨把颗粒粉碎成胶体溶

液，以保证得到良好的喷雾效果[6]。

喷雾干燥工艺优化：分别研究了喷雾干燥过程中添

加剂的选用、添加剂的用量、进口温度和出口温度对香

蕉粉品质的影响，选取出香蕉粉喷雾干燥的最佳工艺条

件。

1.3.3 产品性状分析

感官评价，优选具有一定感官测评知识能力的人

员，人数为10人左右对成品进行感官评分，然后综合平

均各项得分，以作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。

2 结果与分析

2.1 几种护色剂对香蕉酶促褐变的控制效果

2.1.1 单因素褐变抑制效果

添加护色剂30min后，观察6种不同浓度护色剂对香

蕉的护色效果。

由表2可知，柠檬酸、VC、β-环状糊精、EDTA-
Na、亚硫酸氢钠、植酸对香蕉有护色作用，最适浓度分

别为0.30%、0.05%、0.30%、0.30%、0.05%、0.02%。另

外，NaHSO3的护色效果较好，且有漂白作用，但由于亚

硫酸盐可能引起一些人群的过敏、哮喘等多种副反应以

护色剂(%) 0.00 0.02 0.05 0.10 0.20 0.30 0.40
柠檬酸 褐色 褐灰色 褐黄色 暗黄色 暗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

VC 褐色 暗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 暗黄色

β-环状糊精 褐色 褐灰色 褐黄色 暗黄色 暗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

EDTA-Na 褐色 褐灰色 褐黄色 暗黄色 暗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

亚硫酸氢钠 褐色 暗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 淡黄色 淡黄色 无 色
植酸 褐色 浅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

表2   6种不同浓度护色剂对香蕉的护色效果(30min)

Table 2     Effects of six color-preserving solutions used solely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(30min)

及导致罐头包装硫化腐蚀，美国FDA已禁止使用[7]。因

此，选择柠檬酸、VC、β-环状糊精、植酸四种护色剂进

行正交优化试验。

2.1.2 多因素褐变抑制正交试验

经过单因素护色试验，筛选出柠檬酸、VC、β-环状

糊精、植酸四种护色剂作为香蕉浆的复配护色剂，进行

了多因素试验。根据单因素护色试验结果及GB2760—
1996添加剂用量标准[7]确定下面的正交试验。正交试验结

果如表3所示。

试验号
A柠檬酸 B VC Cβ-环状糊精 D 植酸

感官评分
(%) (%) (%) (%)

1 0.28 0.04 0.28 0.01 1.33
2 0.28 0.05 0.30 0.02 1.53
3 0.28 0.06 0.32 0.03 3.17
4 0.30 0.04 0.30 0.03 1.70
5 0.30 0.05 0.32 0.01 2.83
6 0.30 0.06 0.28 0.02 2.53
7 0.32 0.04 0.32 0.02 2.73
8 0.32 0.05 0.28 0.03 2.21
9 0.32 0.06 0.30 0.01 3.08
K1 6.03 5.76 6.06 7.24
K2 7.06 6.57 6.31 6.79
K3 8.02 8.78 8.73 7.08
k1 2.01 1.92 2.02 2.41
k2 2.35 2.19 2.10 2.26
k3 2.67 2.93 2.91 2.36

最优水平 A3B3C3D1

R 0.66 1.01 0.89 0.15

表3   L9(34)正交试验结果

Table 3     Results of L9(34) orthogonal test on formula of color-
preserving solution for banana

由表3极差分析得出，在香蕉护色处理正交试验中，

B的极差最大，C次之，D最小，即在香蕉护色处理中，

VC的护色处理对香蕉褐变影响最大，植酸的影响效果

最小。4种处理防褐变因素主次为：B＞C＞A＞D。最

优水平组合为A3B3C3D1，即护色液的最佳配比为：柠檬

酸0.32% 、VC 0.06%、β-环状糊精0.32%、植酸0.01%。

在不同时间段观察最佳方案的护色情况，试验结果

表明：添加混合护色剂后，护色效果明显，2d内香蕉浆液

颜色无太大变化，气味芳香，不过出现微凝固现象。由于

香蕉浆液是用来作喷雾干燥的材料，不需要护色太长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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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护色的结果达到试验要求的预期目标。

2.3 离心喷雾干燥

2.3.1 添加剂的选用

香蕉中富含果胶和糖类，黏稠度较大，一般难于喷

雾成粉。喷雾干燥前要加入添加剂，可以解决这一技术

难题。选用淀粉、麦芽糊精、白砂糖作为微胶囊材料进

行实验，结果见表4。
由表4可知，麦芽糊精和白沙糖作为添加剂对香蕉粉

的成粉效果好，因而选择这两种作为香蕉粉喷雾干燥的

添加剂。

添加剂 结果

不加添加剂 果胶含量高，不加添加剂，不能成粉

麦芽糊精 成粉效果良好，溶解性好

淀粉 效果不太好，有硬块，有焦化现象

白砂糖
较好有黏性，成粉效果良好，但容易焦化，添加太多

使香蕉粉甜度太大，不利于成品的感官评价

表4   喷雾干燥添加剂实验结果

Table 4   Drying effects of banana added with different additives

2.3.2 添加剂的用量

麦芽糊精的DE值[还原糖含量(以葡萄糖计)/(淀粉干物

质的量)]通常在5～30左右。本实验采用的麦芽糊精水分含

量为6.8%，pH5.3，灰分含量为0.4%、DE值11.2。DE值越

低，香蕉浆液的成粉效果越好。

添加剂用量(%) 结果

5.0
成粉效果不好，大部分果胶粘在喷雾干燥塔上，

粘壁现象严重

10.0
成粉效果一般，还是出现比较多的浆液粘壁，

成雾效果一般

15.0 成粉效果一般，成雾效果一般

20.0 成粉效果良好，粘壁现象有所改善，成雾效果良好

表5   麦芽糊精的使用效果(每100g干物质的量)

Table 5     Drying effects of banana added with different amounts
of malt dextrien

添加剂用量(%) 结果

5.0 成粉效果一般，成雾效果一般，有严重沾壁现象。

10.0 成粉效果好，成雾效果良好。粘壁现象有所改善。

15.0 成粉效果好，粘在塔中的粉在高温下容易变焦，

粉的颜色比较深。

20.0 成粉效果好，粉的颜色比较深。产品太甜。

表6   白砂糖的使用效果(每100克干物质的量)

Table 6     Drying effects of banana added with different amounts
of refined cane sugar

糊精和白砂糖。混和添加剂用量为：麦芽糊精20.0% +白
砂糖10.0%。

2.3.3 喷雾干燥的温度

香蕉含糖量高，温度高容易造成焦化，温度过低干

燥效果不好，生产效率低。

进口温度(℃) 结果

150 温度低，喷出来的粉比较有黏性

200 效果良好，成粉颜色乳白色

250 成粉效果好，不过塔内粘壁的粉有小部分出现焦化

300
成粉效果好，塔内照壁的粉大部分出现焦化，

不利于产品的回收，造成产率不高

表7   不同进口温度的效果

Table 7   Drying effects of banana at different inlet temperatures

出口温度(℃) 结果

70 成粉效果不好，粉带有黏性。香蕉粉的颜色为乳白色

80 成粉效果良好，香蕉粉的颜色为乳白色

90 成粉效果良好，香蕉粉的颜色为乳白色

100 成粉效果良好，不过带有硬块，香蕉粉的颜色为乳黄色

表8   不同出口温度的效果

Table 8    Drying effects of banana at different outlet temperatures

由表7可知，喷雾干燥塔的进口温度为200℃时，喷

雾干燥的效果最好。产品的得率也高。由表8可知，喷雾

干燥塔的出口温度为80℃时，成粉效果最好，成品得率

高，感官评价良好。

2.4 产品性状和分析化验结果

2.4.1 感官分析

喷雾干燥生产的香蕉粉呈粉末状，颜色浅黄色，产

品保持了原果肉的颜色，气味芳香，亲水性好，溶解性

良好。

2.4.2 理化指标[8]

分别测定香蕉粉中水分、抗性淀粉、灰分含量、蛋

白质、脂肪含量及其L值、吸水指数和水溶性指数，结果

见表9。

指标
水分含 抗性淀粉 灰分含 蛋白含 脂肪含 L值 吸水

水溶性
量(%) 含量(%) 量(%) 量(%) 量(%) 指数 指数(%)

含量 6.87 28.45 3.49 3.90 0.51 83.90 2.90 1.86

表9   喷雾干燥产品理化指标

Table 9   Physicochemical indexes of banana powder product

2.4.3 产品得率

经计算本工艺条件下，纯香蕉粉的出粉率为16.9%，

香蕉粉出干率为整蕉的10.4%。

3 结  论

通过从6种护色剂中挑选4种进行正交优化试验，得

由表5、6的实验结果可知，采用麦芽糊精+白砂糖混

合添加剂，既保证了成粉的质量，又可以使香蕉粉的甜

度不会太高，感官良好。因此，采用微胶囊材料为麦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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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最佳护色液配方为：0.32%柠檬酸、0.06% VC、0.32%
β-环状糊精和0.01%植酸。以20.0%麦芽糊精和10.0%白砂

糖为混合添加剂，进口温度为200℃，出口温度为80℃作

为喷雾干燥的最佳工艺条件。生产的香蕉粉颜色浅黄

色，产品保持了原果肉的颜色，气味芳香，亲水性好，

溶解性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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